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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市政协主席
黄平林，男，汉族，1964年3月生，党

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政协主
席。

市政协副主席
周鸿雁，女，汉族，1964年2月生，

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政
协副主席。

市政协副主席
刘淑玉，女，汉族，1964年5月生，

在职大学，民盟盟员，现任乐山市政协
副主席，民盟乐山市委主委。

市政协副主席
方平安，男，汉族，1964年1月生，

大学，农工党党员，现任乐山市政协副
主席，农工党乐山市委主委、乐山市人
民医院副院长。

市政协副主席
易志隆，男，汉族，1964年9月生，

大专，致公党党员，现任乐山市政协副
主席，致公党乐山市委主委。

市政协副主席
张旭东，男，汉族，1964 年 12 月

生，在职大专，九三学社社员，现任乐
山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乐山市委
主委。

市政协副主席
王策鸿，男，汉族，1966年8月生，

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政
协副主席。

市政协副主席
袁仕伦，男，汉族，1964 年 10月

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
市政协副主席。

市政协副主席
毛剑，男，汉族，1967年5月生，大

学，在职硕士，民进会员，现任乐山市
政协副主席，民进乐山市委主委、乐山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市政协秘书长
廖敏，女，汉族，1964年 10月生，

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政协
秘书长、一级调研员。

（紧接第1版）全市各级党委要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对政协工
作的领导，支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
作，多向政协通报情况，多给政协交任
务，多采纳政协意见建议，为政协履职
尽责创造良好条件。

马波最后强调，乐山的事业总是
与历史、现在、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
的。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肩负着重
大责任和崇高使命。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
靠和带领全市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乐山而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黄平林在闭幕大会上的讲话中
说，迈步时代新征程、展现政协新作
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要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作为
最高准则，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
到政协工作的全过程，聚焦市第八
次党代会确立的“345”工作思路，深
入调研、精准建言、务实协商，凝心
聚力顺民意，多办实事暖民心，广泛
凝聚共识、汇集智慧力量，加强自身
建设、提升履职水平，在中共乐山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勇毅前

行，乘势而上、接续奋斗，推动政协
事业发展再谱新篇、续写辉煌，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应邀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
座的还有：中共乐山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人民政府、乐山军分区领导，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部分七届市委常委，七届市政协
主席、副主席。应邀列席会议的有：不
是市八届人大代表或八届市政协委员
的住乐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不
是八届市政协委员的民主党派市委主
要负责人、市政协机关县级以上干部，
班子成员中没有八届市政协委员的市
级部门负责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
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紧接第1版）始终坚持和衷共济。在
团结中发扬民主、在民主中促进团结，
保持胸怀宽广、增进民主意识、提高共
事能力，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乐山的伟大实践。要带头讲
学习，始终保持勤学善思。面对政协
工作的新形势、面对政协履职的新要
求，加强学习，尽快融入角色、提升履
职能力、创新工作方法，确保政协履职
更有成效。要带头讲规矩，始终严守
纪律要求。遵守规章制度、严守廉洁
底线，切实做到“守纪律、讲规矩、重品
行”，树立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良好
形象。

市政协副主席周鸿雁、刘淑玉、方平
安、易志隆、张旭东、王策鸿、袁仕伦、毛
剑，秘书长廖敏出席会议。

市政协八届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紧接第1版）为大会提供了优质
高效的服务、营造了积极热烈的氛
围，保证了大会各项工作按程序圆
满进行，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评
价、政协委员高度认可。希望大家
再接再厉，把这次大会好作风、好

习惯、好经验带到平时的工作中
去，一盘棋一条心一股劲，齐心协
力推动乐山未来五年发展的宏阔
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市政协副主席周鸿雁、秘书长
廖敏参加看望慰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
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1月22日至25日在乐山市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市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乐山新篇章的关键时刻召
开的。会议期间，中共乐山市委书记
马波等市领导与委员共话发展成果、
共商发展大计。会议听取并赞同陈光
浩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赞同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会议审议批准易凡同志代表政协
乐山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
的工作报告和肖瑶伦同志代表政协乐
山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
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议高效务
实、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是一次民主
团结、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大会。

会议对乐山过去五年取得的辉煌
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中共乐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团结
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励精图治、拼搏奋
进，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经

济总量迈上两千亿元台阶，发展动力
明显增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进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基层，群众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
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纵深推进，与全国全省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
展跃上新台阶。

会议认为，过去五年，七届市政协
及其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乐
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中央
和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部署，把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
中心环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线，以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重点，突出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新征程的关
键时期。人民政协肩负的使命光荣，
承担的责任重大，履职的前景广阔。

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
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市第八次党代会
精神，在中共乐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围绕旅游兴市、产业强市战略和

“345”工作思路，聚焦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
改善民生、全面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加
强民主法治建设等重要工作任务，有
效协商议政、务实建言献策，凝聚思想
共识、汇集智慧力量，积极助推市第八
次党代会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干
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展现新时
代人民政协新作为。

会议号召，全市政协各级组织、各
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围，在中共乐山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创
新、勇担重任，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为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新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21年11月25日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
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政协委
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战略部署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旅
游兴市、产业强市战略，按照“345”工
作思路，聚焦三大任务、优化四区布
局、实现五个提升，把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运用提案履行职责，
建言献策。截至 2021年 11月 23日
18∶00，共提交提案343件。其中，委
员个人或联名提案253件，集体提案
90件。集体提案中：民主党派市委、
市工商联提案71件，界别提案5件，
委员小组提案14件。

根据《政协乐山市委员会提案工作
条例》《提案征集和审查立案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本着既尊重和维护提案者
的民主权利，又按照提案有共识、立得
住、能办理、做得到的原则，提案审查委

员会对所收到提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初
审立案238件，立案率69.39%，不立案
105件。立案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
122件，占51.26%；政治建设方面6件，
占 2.52 %；文化建设方面 20 件，占
8.40% ；社 会 建 设 方 面 83 件 ，占
34.87%；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5件，占
2.11%；其他方面2件，占0.84%。

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
的提案，将按规定进行审查，立案提案
送交有关单位办理。希望广大政协委
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
闭会期间继续积极提交高质量提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八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2021年11月25日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紧接第1版）“如今疫情防控、旧
城改造等各项工作纷纷下移，基层
社区人员工作量大，建议为基层增
员，同时为社区人员减负。”……11
个代表团的代表们纷纷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
策，谈问题、找对策、提建议、话发
展。

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回顾过去五年工作全面客观，实
事求是，直面问题不遮不掩，对未
来五年工作安排科学具体，重点突

出，是一份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
好报告。代表们表示，将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围绕推进绿色低碳转
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咬定青山不放
松、砥砺奋进不懈怠，为加快建设
全省区域中心城市、“中国绿色硅
谷”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谱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新
篇章而努力奋斗。

建言献策 谋求发展


